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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何叶婷 朱品锟）
5 月14 日，深圳市大福鑫光电有
限公司等6家特种玻璃加工企业
代表组团来邵实地考察，寻求合
作机会。副市长彭华松参加项目
洽谈会。

企业代表一行参观了邵阳经
开区彩虹（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
司、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湘
商产业园等地，全方位了解邵阳
经开区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情
况。在项目洽谈会上，企业代表

详细介绍了企业相关情况及投资
计划，并对在邵投资兴业表示出
浓厚兴趣。

彭华松指出，6家企业均为在
粤的邵商企业，也是特种玻璃产业
链上的重要节点企业。当前邵阳
正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完善特
种玻璃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全力打
造中国特种玻璃谷，做大做强邵阳
特种玻璃产业。邵阳将以优惠的
招商政策，以优良的营商环境，真
诚欢迎各邵商企业回邵投资兴业，
并在邵阳得到快速发展。

6家特种玻璃加工企业

来邵考察洽谈

本报讯 （朱 大 建 颜 克
明 蒋世民） 5 月 19 日是第九
个“中国旅游日”，新宁县崀山景
区将以“文旅融合，美好生活”为
主题，于当日推出三重优惠活动。

本次崀山景区即将实施的旅
游日惠民措施包括三类：凡 5 月
19 日出生的游客（仅限散客）凭
本人身份证在活动当天可免费游
览崀山景区八角寨、天一巷、辣椒
峰、紫霞峒四大景区（夫夷江漂
流、八角寨索道、旅游观光车除
外），游客需持本人身份证至景区
办理免票相关手续方可进入。凡
在美团、携程、驴妈妈三家电商平
台预订5月19日出游崀山景区门
票的散客，可享受半价优惠，还包
括按照规定享受优惠的青少年、

老年人、大学生。凡邵阳城乡居
民凭身份证办理崀山旅游优惠
卡，三年内可免门票无限次游览
崀山八角寨、天一巷、辣椒峰和紫
霞峒四大景区。

据了解，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2019“潇湘100第三届湖南·崀
山国际越野赛”将再次开赛，比赛
线路串联了崀山风景名胜区著名
景点，天下第一巷的奇，八角寨的
险，亚洲第一桥的宽，辣椒峰的陡，
红华赤壁的艳，将军石的俏等都一
一浓缩在本次赛事线路中，游客们
将感受到专业越野赛的精彩魅力。

崀山推出“中国旅游日”优惠活动

“经常停在一棵大樟树下，坐在轮
椅上，独自一人那么投入、那么安详地
一曲又一曲吹着笛子，这老人是谁？”喜
欢到城南公园广场一带活动的市民，往
往会对该广场东侧林荫深处的一位吹
笛老人感到好奇。

5 月 15 日上午，看到记者走近，吹
笛老人放下笛子，笑吟吟地候着。

通过聊天，知道吹笛老人名叫姚国
辉，1945年生，小时候不幸罹患小儿麻
痹症，从此需要依靠拐杖生活。新中国
成立后，姚国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
来成为云水中学一名物理教师，1993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退休，定居在
大祥区沙井头社区。

“我一儿一女都在武汉工作。退休
后，我们两口子曾经尝试过与儿女一块
生活。儿女很孝顺，但我们担心和他们
住在一起会分散他们的精力，影响他们
工作，于是我和老伴从武汉‘逃’回了邵
阳。”老人乐呵呵地说。

老人介绍，“逃”回邵阳后，儿女出
钱给他买了一辆比较高档的残疾人骑
行车。从此，他基本扔掉了拐杖。

“两个老人的空巢生活毕竟寂寞，
我就开始学吹笛子。只要不下雨，我就
让老伴送我到城南公园广场这棵大樟
树下，一边吹笛子享受业余艺术爱好，
一边吹自然风呼吸天然负离子，一举两
得。”老人说，“我感觉城南公园的空气

一年比一年好，渐渐地已经有天然氧吧
的味道了。”

10 多年过去，如今 74 岁的姚国辉
老人已经能够非常娴熟地用笛子演奏
数十首红歌。

“这位吹笛子的老人让我们格外
敬重，他是一名特别热爱生活的残疾
人，而且非常自律和自重。他始终明
白公园属于公共场所，所以他的笛声
音量总是把握在悠扬悦耳的程度，从
不尖锐刺耳。有人来大樟树下谈话
时，老人便会主动停止笛子吹奏，安静
地欣赏四周风景。”几名在附近锻炼的
市民赞誉吹笛老人。

“不妨碍别人，这是最基本的公共
道德。”面对众人点赞，姚国辉老人认真
地说。

公园里的吹笛老人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钱依萱

邵阳日报5月14日讯 （通讯员
张雪珊 刘恩权） 5 月 11 日上午，我
市“舞动中国，舞出中国梦——大型排
舞万人同跳”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拉开序幕。伴随着《舞动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欢快的乐曲声在双清区京
都世纪城广场主会场响起，1562 名舞
蹈爱好者载歌载舞，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市文化旅
游广电体育局组织市排舞广场舞体育协
会和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以
及其它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以“舞动
中国，舞出中国梦”为主题的大型排舞万

人同跳活动，把改革开放的成果通过充满
活力的全民健身活动呈现出来，进一步激
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提高群众的健身
意识，齐心协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活动中，来自市区各单位、社区、乡镇
的广场舞代表队齐聚一堂，踏着矫健的步
伐依次入场，齐唱国歌和《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随后，队员们伴随着欢快
的舞曲，给观众带来了《舞动中国》《我和
我的祖国》《千年宝庆》三首排舞表演。排
舞爱好者动作整齐划一，节奏和谐，婀娜
的舞姿、自豪的表情展示了蓬勃的活力和
魅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有的观
众甚至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市排舞广场舞体育协会会长陈姣
云介绍，目前，市区已有 102 支规模较
大的群众健身团队加入排舞广场舞体
育协会，参与健身的会员达 12000 余
人，至今已组织排舞广场舞指导培训和
现场观摩活动3000多场次。加上主会
场之外的双清公园、西湖广场、西苑公
园、邵阳学院等分会场，这次接力参加

“舞动中国，舞出中国梦”大型排舞万人
同跳活动的舞蹈爱好者达15000余人。

大型排舞万人同跳 礼献新中国70华诞

5 月 14 日，市
残联聘请的专业按
摩技师在为盲人
（含弱视、下肢轻度
残疾人士）讲授按
摩技能。在去年培
训 102 人 的 基 础
上，市残联今年拟
培训 120 人，培训
班学费全免，且包
吃包住。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刘伟

摄影报道

5月12日早上，城步苗族自治县汀
坪乡隘上村 1 组建档立卡贫困户伍福
贞将4岁的儿子交给婆婆后，就穿好长
筒雨鞋来到村里的鸿运蔬菜专业合作
社上班。

晴转多云，多云转阵雨，正是红茄
苗栽种的好天气。鸿运蔬菜专业合作
社的红茄基地，一垄垄菜地早已平整
好，铺上薄膜。伍福贞等8名受雇村民
两人一组，分工合作，趁着好天气，将一
棵棵红茄苗栽入沃土，种下希望。

80元一天，伍福贞今年在这里已经
做了 30 多个工，获得 2400 多元的报
酬。这笔收入对于她来说意义重大。
她公公早已去世，婆婆4年前做了心脏
手术，花了一大笔钱。丈夫为了生计，
外出务工。女儿 15 岁了，在城步一中
上学，虽然享受了教育扶贫的相关政
策，但还是需要不小的开销。家里的房
子破旧，没有多余的资金维修，仅靠丈
夫务工的微薄收入，家里很难摆脱贫
困。于是，她起早贪黑，靠勤劳的双手，
撑起家里的“半边天”。

2010年成立的鸿运蔬菜专业合作

社，经过了初期的发展，以及市场的考
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靠种植红茄、辣
椒等蔬菜，逐渐发展成为村里主要的经
济实体之一。2018年，该合作社的成员
已增加到42人，全村24户贫困户都加
入。伍福贞就是其中一员。依靠该合
作社，伍福贞每年增收8000元左右。

隘上村在外务工的苗家妹刘星返
乡，于2017年1月成立了青青缘薯类种
植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组织村民种
植300多亩红薯，带动42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种植红薯，并给他们免费发放种子
和化肥，以签约合作的形式进行保护价
回收。通过在加工厂务工制作红薯干
和在基地务工，该合作社帮助300多人
解决了在家门口就业的问题，帮助贫困
户增收。伍福贞就是受益者之一。

1680元一个月，伍福贞在家门口的
车间里就可以赚到。伍福贞说：“春天
和夏天，我在蔬菜基地做事；到了国庆
假后蔬菜基地不需要多少工人时，我就
到刘星的青青缘合作社加工红薯干。
一年在两个合作社的收入，基本上能补
上婆婆治病、孩子们生活的开销了。最

大的好处是，我在家门口上班，既能赚
到钱，又能照顾到老人和小孩。”

在隘上村，特色产业已与贫困户建
立了利益联结机制。“鸿运”和“青青缘”
两个专业合作社，为该村 24 户贫困户
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现在，该村除了
3 户兜底户和 1 户无劳动力户外，其他
贫困人口均已达到国家脱贫标准。
2018年底，上级部门核查验收，同意隘
上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蹲点手记

行走在隘上村的田间地头，不管是
在合作社务工的贫困户，还是在自家农
田劳作的村民，“我要脱贫”“我要致富”
的愿望都写在他们的脸上，融入他们辛
勤的劳动中。虽然地处湘桂边界，但经
过多年的脱贫攻坚战，交通等基础设施
已经比较完善，特色农产品已经通过电
商平台走向全国各地。脱贫已成现实，
致富正在路上。

脱贫成现实 致富在路上
——城步汀坪隘上村两个合作社帮扶24户贫困户的故事

邵阳日报记者 兰绍华 通讯员 彭贤良 阳望春 于美云

绥宁县关峡苗族乡大园村过去有202户贫困户，自开展精准
扶贫以来，驻村帮扶工作队筹资130多万元，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去年全村实现了脱贫
摘帽。图为5月12日，游客在大园村后龙山进行爬藤比赛。

通讯员 张光 陈鸣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杨波 通讯员 刘龙桥） 5 月
15日下午，全市保税改革“两仓”
（保税仓和出口监管仓）建设工
作调度会召开，听取和收集各
县 市 区 对 项 目 建 设 的 意 见 建
议，进一步明确分工、落实责
任，推进全市保税改革“两仓”
建设工作稳步开展。副市长晏
丽君出席。

保税改革试点是我市开放型
经济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目
前，邵阳经开区公共保税仓和出
口监管仓建成获批，连泰鞋业、九

兴鞋业、东亿电气等一批企业自
用型保税仓基本建成，邵阳保税
物流中心建设已启动前期工作，
各县市“两仓”建设正在全力推
进。

晏丽君强调，全力推进保税
改革试点工作，有利于不断提高
全市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推
动邵阳外向型经济迈上新台阶。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决策部署，按照既定时间节点要
求，加大工作力度，加强组织领导
和学习，确保保税改革试点工作
扎实推进。

加快“两仓”建设
推 进 保 税 改 革


